
【摘要】“坚持敢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实践中积累的宝贵历

史经验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敢于斗争就是敢

于直面风险挑战、善于解决矛盾冲突，既是一种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又是一

门高超的斗争艺术，是中国共产党坚定理想信念、坚定斗争意志、遵循斗争

规律与坚守人民立场的集中体现。同时，敢于斗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

斗争理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

神的继承与弘扬。新时代，中国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诸多风险与挑战，中国

共产党只有在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中，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断提高斗

争意识、把握斗争方向、增强斗争本领、运用斗争艺术，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

的一切艰难险阻。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敢于斗争 斗争本领 斗争精神

“坚持敢于斗争”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中（以下简称《决议》）归纳总结出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

《决议》指出：“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为了人民、国家、

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党总是绝不畏惧、绝不

退缩，不怕牺牲、百折不挠。”［1］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敢于斗争是支撑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力量保证，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成长壮大的动力源泉。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通过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坚持敢于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准确把握敢于斗争的内

涵和本质，发扬斗争精神，锤炼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凝聚起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坚持敢于斗争”的基本内涵

《决议》指出：“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

不断斗争取得的。”［2］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团结领导人民顽强拼搏、

深刻理解“坚持敢于斗争”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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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奋斗，锤炼出了中国共产党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风骨与品质，这是

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也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讲斗

争，从来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坚守理想信念，向着实现

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奋勇前行；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知重负重、无所畏惧、攻坚克难；为了

解决矛盾冲突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准确识变、科学求变、主动应变；为了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因此，“坚持敢于斗争”就是敢于直面风险

挑战、善于解决矛盾冲突，既是一种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又是一门高超的斗争艺术，是中国共产

党坚定理想信念、坚定斗争意志、遵循斗争规律与坚守人民立场等方面的集中体现。

（一）坚定理想信念

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的确立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认知。马克思主义、共产

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

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取得斗争胜利的前提和基础。理想信念是中国

共产党从挫折中奋起的精神力量。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面临的最严峻考

验。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

者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3］。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有些人对革命的

前途开始感到悲观迷惘，还有一些人甚至脱党和叛党，然而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敌人

的屠刀所吓倒，他们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坚定信仰从血泊中爬起，掩埋好同伴的尸

体，毅然擎起了革命的大旗，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源泉。长征是一次理

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4］。面临艰苦的

条件、恶劣的环境，这支红色军队的全体指战员却始终保持着高昂的乐观主义精神。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有这样的描述：“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

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5］在两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

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正是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征服了雪山、草地等极

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击败了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最终赢得了长征的胜利，向世

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坚不可摧的理想信念。

邓小平曾说过：“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

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6］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上的“钙”，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革命战

争时期，理想信念支撑着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坚贞不屈，不畏牺牲。新时代，

理想信念支撑着中国共产党人在为新使命而不懈奋斗。坚定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

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不断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斗争的勇气、胜利的信心和战斗的力量。

（二）坚定斗争意志

发扬斗争精神需要斗争意志的支撑。斗争意志是调节支配斗争行动，克服困难，实现斗争

目标的心理倾向，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集中表现，是斗争精神的核心要义。坚定斗争意志能够

在斗争实践中有效抵制诱惑、排除干扰，不断增强胜利的决心和信心，是取得斗争胜利的关键

要素。

坚定斗争意志就是遇到矛盾不回避，面对困难不退缩，始终保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风

骨和胆魄。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顽强的斗争意志的胜利。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悍

然发动全面内战。面对人力、物力、财力占压倒性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敢不敢与其决战，敢不敢

·· 2



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成为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问题。毛泽东坚定地指出，“一切

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7］，这一论断极大鼓舞

了人民军队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共产党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

概，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

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飞跃。抗美援朝战争不仅是武力上的较量，更是意志上的对抗。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对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

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

愿军面对强大凶狠的作战对手、恶劣残酷的战场环境，以舍我其谁的担当和百折不挠的顽强意

志，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最终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强敌，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

雄赞歌，彰显了全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敌的斗争精神。

坚定斗争意志就是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承认错误，勇于净化自我的毅力与勇气。中国共产

党的敢于斗争不仅表现在勇于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也体现在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决议》中指

出：“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

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8］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从延安整

风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整党和“三反”运动，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

面从严治党和一系列教育活动等，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刀刃向内的斗争勇气和坚决破除一

切顽瘴痼疾的斗争意志不断打造和锤炼自己，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中

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支队伍，如果失去了斗争意志，是非常可怕

的，离危亡也就不远了。”［9］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进行伟大斗

争需要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斗争精神，需要始终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顽强斗争意志。

中国共产党唯有在风险挑战面前主动迎战，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

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才有生路出路，才能始

终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三）遵循斗争规律

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分析和处理问题所遵循的根本原则。

同样，斗争也不是盲目的“瞎斗”和“乱斗”，不仅要有斗争精神、斗争意志，更要遵循斗争规律，

讲求斗争策略与方法。坚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掌握并运用好斗争规律。遵循斗争规律

就是要正确分析斗争形势，准确识变、科学应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残酷的革命现实迫使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意识到武装斗争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敌我力量对比等实际情况出发，在对斗争形势正确判断的基础

上，率领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成功地将革命红旗插在井冈山上。正是

基于这一关键性的斗争策略调整，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的战略

性伟大转折，成功探索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革命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遵循斗争规律就是要善于把握大局大势，注重审时度势，掌握科学的斗争方法。在抗日战

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野出发，对抗日战争的本质和趋势做出战略预判，科

学地分析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揭示战争的规律，主张全民总动员，推动实施全面抗战路线。

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抓住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准确预判抗日战争必然是长期的“持久战”，

并且要经历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提出了实行持久战的具体战略方针。在抗战过程中，中

国共产党灵活运用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等作战手段，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指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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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军队在战争中寻找战机，在战略劣势中扭转战局，从而使战争全局发生强弱转化，最终带领

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始终

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

持在斗争实践中注重全局性和预见性，充分掌握斗争规律，准确预估事物发展的趋势，并根据

斗争的对象、性质和时机的不同灵活制定行之有效的斗争策略，是领导推动工作的制胜法宝，

也是不断提高斗争本领的重要途径。

（四）坚守人民立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立场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立场，无产阶级开展一切斗争都要以实

现全人类的解放作为根本目的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代表中国最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一切

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作为自己的根本斗争立场，是进行一切斗争的动力源泉，也是战胜一

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首先，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打江山、

守江山，守的是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

山，救人民于水火，在艰苦卓绝的革命中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使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

产党为改变新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团结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中自力更生、发

愤图强，最终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为了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为主要任务，在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

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为主要任务，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

其次，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

党始终紧紧依靠人民，不断激发人民群众迸发出的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团结带领全国人

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在抗日战场上，无数中华儿女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万

众一心、共赴国难，以不畏强权、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较量，最终打

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脱贫攻坚上，广

大群众在党中央领导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充分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

质，最终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员奋勇当先、医护人员舍生忘死、科研工作者奋力攻关、人民

子弟兵闻令而动，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以“敢于斗

争、敢于胜利”的毅力与坚韧取得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又一个人类同

疾病斗争史上的英勇壮举。

最后，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始终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斗争的智慧和力量，是

中国共产党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

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

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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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共产党“坚持敢于斗争”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思想是前进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敢于斗争既来源于中国共产党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斗争实践，也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理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秀传

统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一）敢于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理论品格和精神特质

马克思的一生都在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斗争，“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11］。同时，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其真理性力量也在斗争中得到有力彰显

和传播。敢于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品格和精神特质。首先，敢于斗争是马克思主义

辩证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矛盾双方既对立

又统一，矛盾的对立性就是斗争性，统一性又称同一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指出：“矛盾是

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12］也就是说，矛盾

是绝对的，斗争是必然的，通过斗争，在旧矛盾得到解决的同时新矛盾再次出现，事物就是在矛

盾斗争的此消彼长中得到进步与发展。其次，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是无产阶级争取人类

解放的斗争指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马克思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3］在阶级社会里，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着一切社会形态的发展变

化，决定着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因此社会基本矛盾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就直接

地表现为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要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

的奋斗目标，最根本的途径就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曾指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

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14］。中国共产党作为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政党，从

成立之日起就明白，只有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最终取得解

放广大劳苦大众的伟大胜利。

简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本身都蕴含着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在中

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随着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不断深化，在继承马克思

主义斗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斗争理论，从而成为指导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伟大斗争的重要理论基石。

（二）敢于斗争是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汲取与传承

自强不息、敢于斗争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传统文化中，成为中华民族不断前

进的强大基因。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的灾难与挫折，但英勇

的华夏儿女从未向磨难低头、向命运妥协，而是愈挫愈勇、百折不挠。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

着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传统美德，《周易》中记载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5］，《庄子·秋

水》中提到“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16］等，这些经典的古诗词

中都蕴含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秀文化，这些优秀文化不断滋润和培育着中国人民勤劳勇

敢的开拓进取精神，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宝贵财富。从远古时代先辈们为征服自然环境进

行的顽强斗争，到封建社会劳动人民为摆脱统治阶级压迫进行的英勇反抗，再到近代中国无数

仁人志士为寻求民族复兴进行的艰辛探索，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敢于抗

争、百折不挠的斗争史。

在中华民族的峥嵘岁月中，自强不息的传统文化浸染着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孕育

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如宋代“精忠报国”、正气凛然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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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明代誓死抗倭的戚继光；清代坚决禁烟的林则徐，抗击英军血洒虎门的关天培，等等。这些

英雄人物为了国家和民族，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不朽的英雄赞歌，他们的光辉伟

绩将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勇前进。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早期的共产党员中知识分子占大多数，他们自幼就深受中国传统

文化的熏陶。特别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建者，他们有着深厚的国学底蕴，在自强

不息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塑造了担当精神与家国情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有了

斗争的主心骨，中国人民精神上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中华民族从此展现出了敢于斗争、敢于

胜利的新的精神面貌。中国共产党正是汲取了中华民族积累的文化养分，传承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基因，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培育出中国共产党不

畏艰险、顽强抗争的斗争精神，支撑着中国共产党经历千难万险，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锻

造成为一个无坚不摧、充满生机活力的坚强大党。

（三）敢于斗争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一百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内忧外患的斗争实践中，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孕育生

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17］

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其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深刻揭示了中国共

产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意志品质，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精神特质。一百多年来，一代

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懈奋斗中不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也不断在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丰富和拓展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内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铸就了一

系列伟大精神。井冈山精神中的“艰苦奋斗攻难关”，长征精神中的“不怕困难，勇于牺牲”，抗

日战争精神中的“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西柏坡精神中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等

精神品格，都是对伟大建党精神“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继承与弘扬。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

期，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建设实践中同样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中的“英勇顽

强、舍生忘死”，“两弹一星”精神中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庆精神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

生”，红旗渠精神中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等，都是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生动体现。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中形成一系列伟大精

神。改革开放精神中的“敢为人先，改革创新”、特区精神中的“敢闯敢试”、载人航天精神中的

“特别能战斗”等，都彰显出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斗争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体中华儿女向着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奋斗

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如探月精神中的“勇于探索”、伟大抗疫精神中的“舍生忘死”、

脱贫攻坚精神中的“攻坚克难”等，都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生动诠释。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从伟大建党精神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到新时代脱

贫攻坚精神的“攻坚克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斗争精神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的全过程，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永不褪色的顽强意志和不怕牺牲的崇高品格。一百多年

来，斗争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成为激发和鼓舞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断顽

强拼搏、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坚持敢于斗争”是新时代的迫切要求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今天，中国共产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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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在前进道路上，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

的风险挑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在应对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中，中国共产党只有不

断进行新的伟大斗争，不断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才能战胜阻碍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赢得更加辉煌的未来。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

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和党情展现

出的新矛盾新风险，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首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需要斗争精神。当今世界的大变局给中国发展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也给中国带来

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百年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交织叠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上升，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时

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敌对势力对我国围堵、打压、捣乱、颠覆活动态势逐渐增

大，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外部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因此中国共产党只有发扬斗争精神，积极

应对赶考路上的各种风险考验，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确保中国共产党在世

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其次，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需要斗争精神。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无所畏惧，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

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目标。但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依然面临着各种潜在风险挑战，深化改革进入攻坚

期和深水区，各种社会问题相互交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社会思潮更加纷繁复

杂，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异常激烈，科技领域“卡脖子”的问题仍然突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急需推进。在这些斗争任务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大力弘扬艰苦奋斗、敢于胜利

的斗争精神，始终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和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奋斗韧劲，才能不断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最后，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需要斗争精

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

气坚定不移地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建设取

得明显成效。然而，中国共产党依然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等挑战，部分党员干部贪

污腐败、理想信念淡化、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依然存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

仍然艰巨繁重。实践证明，只有继续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和自我革命的斗争精神，同

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行为斗争到底，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二）新时代坚持敢于斗争的实践路径

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斗争本领，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领导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

见世面、壮筋骨，真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1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弘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

领，需要不断强化斗争意识，准确把握斗争方向，着力提高斗争本领，善于运用斗争艺术。

一是不断强化斗争意识。斗争意识是进行斗争的前提和条件。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决

定了斗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因此斗争躲不过也绕不开，是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坎。新时代伟

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时刻保持“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

斗争”的清醒头脑，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既不能有不愿斗的“软骨症”，也不能患不敢斗的“恐惧

症”，更不能犯天下太平不用斗的“妄想症”，而是要增强斗争意识，该斗争的时候就要坚决斗

争。要不断增强大局意识，坚持立足整体，掌握大局大势，对未来进行科学预见，深谋远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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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矛盾和环境中抓住机遇，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要不断增强忧患意识，提

升见微知著的能力和准确判断隐藏风险的能力，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

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才能打好战略主动战。

二是准确把握斗争方向。方向决定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方向正确与否直接关乎

国家能否富强、人民能否幸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

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20］。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进行伟大斗

争的领导力量。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

系，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因此，在伟大的社会实践

中，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开展斗争，才能确

保斗争的方向不会发生偏差。同时，要坚决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企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切势力作斗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 ”，才能不断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繁荣发展。此

外，在具体的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事实证明，人民群

众是中国共产党开展一切斗争的最大依靠，是攻坚克难的胜利之本。只有把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斗争成果与人民群众共享，积极与任何想把中国共产

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行为斗争到底，才能汇聚起人民群众向着实现伟大梦想奋

勇向前的磅礴伟力。

三是着力提高斗争本领。只有经受过思想的淬炼，实践的锻炼，才能真正掌握斗争本领。

首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

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武器，只有学懂弄通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切

实增强新时代伟大斗争的科学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

书记围绕敢于斗争展开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领悟这些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才能不断深化

斗争认识、提升斗争能力和强化斗争自觉。其次，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加强对伟大建党精神和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学习。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立党兴

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通过对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学习，对革命烈士、英雄人物和先进模范的光辉事迹的学习，感悟一代又一

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征程上顽强拼搏、不懈奋斗的精神力量，才能不断激励中国共产党人走

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鼓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最后，要积极投身于斗争实践之

中。“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学习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只有到重大斗争的实

践中真刀真枪地磨砺，在实际斗争中去理解事物的本质，不断归纳斗争经验，总结斗争规律，才

能切实提升斗争能力，练就斗争本领，不断克服前方的各种困难和障碍。

四是善于运用斗争艺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斗争是一门艺

术，要善于斗争。在各种重大斗争中，我们要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

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21］此外，讲求斗争艺术需要制

定和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斗争是由矛盾决定的，要解决矛盾，就要坚持矛盾分析法去制定斗

争策略。要抓住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善于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进行重点突破，才能有效推动斗争结果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同时，要坚持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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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具体分析，面对不同斗争形势任务的需要，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好时、度、效的内在统

一。还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

题上灵活机动，以此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起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伟力，最终才能

战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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